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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一.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1�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2�公司负责人许大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慧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丁红霞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3�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993,642,579.15 1,007,728,227.84 -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86,173,785.59 882,387,027.58 0.4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327,440.68 -18,161,912.91 10.1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69,685,426.91 90,824,566.25 -2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82,631.22 12,585,003.97 -7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80,880.85 10,246,140.40 -93.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2 1.51 减少1.0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8 -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8 -75.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

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20,744.99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2,710,726.0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529,720.65

合计 3,001,750.37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0,30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许大红 56,603,232 38.02 56,603,232 质押 13,130,000 境内自然人

葛苏徽 10,037,160 6.74 10,037,160 无 境内自然人

颜天信 9,913,680 6.66 9,913,680 质押 2,299,500 境内自然人

唐麟 8,996,400 6.04 8,996,400 质押 3,066,000 境内自然人

浙江正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468,400 3.67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天津海达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656,960 3.13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郭芃 3,173,200 2.13 无 境内自然人

宁波海达鼎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965,800 1.99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舟山精恒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840,000 1.91 质押 2,66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吴建同 1,725,356 1.16 质押 750,00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浙江正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468,400 人民币普通股 5,468,400

天津海达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656,960 人民币普通股 4,656,960

郭芃 3,173,200 人民币普通股 3,173,200

宁波海达鼎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965,800 人民币普通股 2,965,800

舟山精恒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40,000

吴建同 1,725,356 人民币普通股 1,725,356

天津弘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24,086 人民币普通股 1,624,086

天津进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

贺州海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1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90,000

天津林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60,044 人民币普通股 560,04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天津海达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宁波海达鼎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5%的股权；宁波

海达鼎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参股设立宁波海达鼎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参股比例为

2.96%，宁波海达鼎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宁波海达鼎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资产托管

人，天津海达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海达鼎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均为公司股东，

两者之间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属于一致

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53,901,380.69 332,995,417.27 -53.78%

主要原因系期末购买理财产品金额较大

所致。

预付款项 7,751,876.43 3,627,443.30 113.70%

主要原因系公司预付材料款等尚未到货

结算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81,961,585.48 320,122,709.15 50.56%

主要原因系期末购买理财产品金额较大

所致。

在建工程 8,371,882.61 2,368,033.73 253.54%

主要原因系本期募投项目建设投入金额

较大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3,283,856.32 4,960,129.77 -33.79%

主要原因系上年末计提的销售提成、年

终奖金在本期发放，相应确认的递延所

得税资产减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6,471,865.68 15,204,068.40 -57.43%

主要原因系上年末计提的销售提成、年

终奖金在本期发放所致。

应交税费 1,195,524.24 2,400,838.09 -50.20%

主要原因系增值税进项税额增加，期末

应交增值税金额下降所致。

其他应付款 363,385.00 597,935.00 -39.23%

主要原因系本期支付的期初代收款金额

较大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19年第一季度 2018年第一季度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384,163.79 1,096,606.73 -64.97%

主要原因系本期应交增值税下降，计提

的城建税等下降以及本期收到水利基金

返还款金额较大所致。

财务费用 2,148,747.62 1,256,314.63 71.04%

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汇兑损失增加所

致。

资产减值损失 -282,547.35 188,060.07 -250.24%

主要原因系期末应收账款下降，相应计

提的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120,744.99 1,816,734.74 -93.35%

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的软件退税款减少

所致。

投资收益 2,710,726.03 1,741,972.60 55.61%

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的理财产品收益增

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9年第一季度 2018年第一季度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61,169,605.32 10,940,090.70 -1,573.20%

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较大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合肥泰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许大红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 杨育武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吴华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周独军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5,944,246,959.27 5,878,677,302.41 1.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14,836,006.21 1,435,405,799.37 -1.4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166,504.16 32,430,449.56 -65.5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84,890,733.83 384,505,938.70 26.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244,937.14 -11,659,574.25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38,863,286.91 -14,819,364.38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3 -0.65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4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4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86,154.4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

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5,627,903.6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0,605.4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89,506.94

所得税影响额 -106,806.80

合计 15,618,349.77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9,57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航发成都发动机有限公司 118,907,305 36.02 无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1,999,927 0.61 无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四川国企

改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623,293 0.49 无 未知

林奇 1,564,443 0.47 无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392,872 0.42 无 未知

王志森 1,066,000 0.32 无 境内自然人

苏志辉 998,668 0.30 无 境内自然人

慕永杰 880,062 0.27 无 境内自然人

李群明 585,300 0.18 无 境内自然人

吴栖钢 555,000 0.17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航发成都发动机有限公司 118,907,305 人民币普通股 118,907,305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1,999,927 人民币普通股 1,999,92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四川国企改革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623,293 人民币普通股 1,623,293

林奇 1,564,443 人民币普通股 1,564,44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392,872 人民币普通股 1,392,872

王志森 1,06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66,000

苏志辉 998,668 人民币普通股 998,668

慕永杰 880,062 人民币普通股 880,062

李群明 585,300 人民币普通股 585,300

吴栖钢 555,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航发成都发动机有限公司与前10名股东中其余9家无关联关系也不

是一致行动人；未知前10名股东中其余9家是否存在关联或者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⑴ 预付款项2019年3月31日期末数为93,017,014.93元，比年初增加37.92%，主要为子公司

中国航发哈轴预付材料款增加。

（2）预收款项2019年3月31日期末数为21,592,002.55元，比年初减少41.26%，主要为子公

司中国航发哈轴预收货款本期结算。

（3）应交税费2019年3月31日期末数为4,179,453.79元，比年初减少88.22%，主要为本期解

缴税款。

（4）未分配利润2019年3月31日期末数为-31,391,186.58元，比年初减少285.35%，主要为

本期经营亏损。

2、利润表项目

（1）营业成本2019年1季度累计发生数为427,515,530.84元，比上年增加39.91%，主要为本

期营业收入增加及交付产品结构变化。

（2）税金及附加2019年1季度累计发生数为3,346,787.28元，比上年减少78.38%，主要为城

建税与教育费附加减少。

（3）管理费用2019年1季度累计发生数为36,466,465.03元，比上年增加35.27%，主要为本

年社保基数上涨及组织机构调整导致职工薪酬增加。

（4）研发费用2019年1季度累计发生数为22,899,882.84元，比上年增加59.71%，主要为本

期研发投入增加。

（5）其他收益2019年1季度累计发生数为15,782,394.19元，比上年增加336.75%，主要为本

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

（6）资产处置收益1季度累计发生数为-24,660.80元，比上年减少202.99%，其主要为固定

资产处置收益减少。

（7）营业外支出2019年1季度累计发生数为123,821.43元，比上年增加295.95%，主要为本

期固定资产报废损失增加。

（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019年1季度累计发生数为-23,244,937.14元，比上年

数减少99.36%，主要因本期公司交付的产品结构发生变化，导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同比减少。

3、现金流量表项目

（1）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1,166,504.16元，比上年数增加流出65.57%，主

要为本期支付税费及滞纳金增加。

（2）本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6,042,448.20�元，比上年增加流出54.71%%，

主要为本期固定资产投资增加。

（3）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1,014,404.20元，比上年减少流出76.55%%，主

要为本期偿还债务减少。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预计外贸燃机市场持续下降对主营业务收入的影响在短期内无法消除， 加之公司

本期产品结构调整，相关产能的提升以及管理改革的成效暂未显现，在2019年第二季度扭转

目前亏损局面难度较大。

公司名称 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育武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3118� � �证券简称：共进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9-024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和期限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1.01亿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777�号】核准，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6,241,060股，每股面值 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4.50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1,595,316,570.00元， 扣除承销保荐费用人民币30,715,698.26元后余款1,

564,600,871.74元于2016年 6�月8日转入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深圳蛇口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

专户，扣除其他发行费2,214,240.0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562,386,631.74元。以上募

集资金已由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勤信验字【2016】第1086号《验资

报告》确认。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16年6月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蛇口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蛇口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蛇口支

行及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太仓市同维电子有限公司于2016年6月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太仓陆渡支行及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与管理均不存在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形。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扣除发

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宽带通讯终端产品升级和智能制造技术改造项目 54,882.08 54,882.08

2 基于人工智能云平台的智慧家庭系统产业化项目 31,062.61 31,062.61

3 可大规模集成智能生物传感器研发项目 21,951.83 21,951.83

4 生物大数据开发利用关键技术研发项目 11,635.14 11,635.14

5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40,000.00 40,000.00

合计 159,531.66 159,531.66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1、2016年7月15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募

集资金置换截至2016年6月30日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7,099.22�万元。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宽带

通讯终端产品升级和智能制造技术改造项目”的自筹资金7,099.22万元。

2、2018年5月11日、2018年6月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

事会第九次会议及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将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于人工智能云平台的智慧家庭系统产业化

项目” 、“可大规模集成智能生物传感器研发项目”和“生物大数据开发利用关键技术研发项

目”三个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全部用于收购山东闻远通信技术有限公司100%

股权。

3、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承诺投资金额 累计投入金额 投资进度

尚未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 备注

1

宽带通讯终端产品升

级和智能制造技术改

造项目

54,882.08 41,608.54 75.81% 15,537.51

2

收购山东闻远通信技

术有限公司100%股权

64,649.58 36,000.00 55.68% 34,943.98

将原来的三个募投项目：基

于人工智能云平台的智慧

家

庭系统产业化项目” 、

“可大规模集成智能生物

传感器研发项目” 和“生物

大数据开发利用关键技术

研发项目” ，资金用途变更

后用于本项目。

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36,707.00 36,707.00 100.00% 0

合计 156,238.66 114,315.54 73.17% 50,481.50

三、本次借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鉴于募投项目的资金投放存在一定的时间跨度，为最大限度地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满足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

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决定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该笔资金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1亿元，使用期

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到期前， 公司将按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若募投项目建设加速，导致本次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后留存的募集资

金无法满足募投项目建设需求的，则公司将该部分资金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满

足募投项目资金使用需求， 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不会影响募投项目计划的正常进

行；同时，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

使用，不进行风险投资，不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

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

四、 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

监管要求

2019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1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本次以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符合监管要求。

五、专项意见说明

1、独立董事意见：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未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 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公司财务费

用，符合公司发展需求；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履行必要

的决策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同意该议案。

2、监事会意见：2019年4月26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认为公司结合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和募集

资金使用计划，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和资金需求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1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3、保荐机构意见：公司本次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1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

要的审批程序。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

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人对公司本次以不

超过人民币1.01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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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

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19年4月26日上午10:00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且不存在受托出席及代理投票

的情形。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汪大维先生主持，与会董

事就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并投票表决，发表的意见及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与会董事对该议案未提出反对意见或疑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见同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共进股份使用部分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编号：临2019-024）。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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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

全体监事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19年4月26日（星期五）下午14：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三届

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漆建中先生主持，与会监事就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通过以

下事项：

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与会监事对该议案未提出反对意见或疑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见同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共进股份使用部分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编号：临2019-024）。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4月26日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 �公司负责人陈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云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霍恩宇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012,023,211.41 1,031,784,519.97 -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36,578,994.43 634,932,045.72 0.2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35,715.66 -18,162,951.63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22,320,453.00 109,526,015.74 1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46,948.71 2,367,631.14 -30.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800,785.35 -3,972,020.55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6 0.36 减少0.1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5 0.007 -28.5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5 0.007 -28.57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

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0,780.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21,244.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1,617.9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391,353.93 辞退福利人员费用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5,373.13

所得税影响额 -267,735.48

合计 846,163.36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6,50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上海中路（集团）有限公司 131,530,734 40.92 0

质押 84,840,734

境内非国有法人

冻结 7,620,000

张源 6,912,312 2.1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李燕 5,341,700 1.6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杰 4,520,000 1.4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李天虹 2,560,100 0.8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GUOTAI�JUNAN�SECURITIES(HONGKONG)�LIMITED 2,434,461 0.76 0 未知 境外法人

HAITONG�INTERNATIONAL�SECURITIES�COMPANY�

LIMITED

1,618,071 0.50 0 未知 境外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427,598 0.44 0 未知 境外法人

曹明 1,289,800 0.4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VANGUARD�EMERGING�MARKETS�STOCK�INDEX�

FUND

1,084,642 0.34 0 未知 境外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中路（集团）有限公司 131,530,734 人民币普通股 131,530,734

张源 6,912,312 人民币普通股 6,912,312

李燕 5,341,700 人民币普通股 5,341,700

陈杰 4,5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20,000

李天虹 2,560,100 人民币普通股 2,560,100

GUOTAI�JUNAN�SECURITIES(HONGKONG)�LIMITED 2,434,461 境内上市外资股 2,434,461

HAITONG�INTERNATIONAL�SECURITIES�COMPANY�LIMITED 1,618,071 境内上市外资股 1,618,07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427,598 人民币普通股 1,427,598

曹明 1,289,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9,800

VANGUARD�EMERGING�MARKETS�STOCK�INDEX�FUND 1,084,642 境内上市外资股 1,084,64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以上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2018年11月29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三次（第四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

司拟以发行股份及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黄晓东、张目、陈荣及上海携励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持有的上海悦目化妆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及募集配套资金等相关重大资产重组议案，此

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详情请见公司2018年11月30日披露的《中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次

（第四十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编号： 临2018-082）。2018年12月7日， 公司收到了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2018年12月21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因核查和回复涉及的工作量较大，部分问题和

事项还需进一步落实和完善，2019年1月29日， 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延期不超过30个工作日

（不晚于2019年3月21日）提交书面回复意见；2019年3月20日，公司提交了《中路股份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中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审查的申请》；2019年

3月2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审查中止

后，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公司将与各中介机构尽快落实相关问题并根据相关工

作进展情况，适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恢复审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能否通过中国证监会核

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2、报告期内，公司自筹资金建设高空风能发电站绩溪项目，积极细化绩溪中路高空风能发

电项目的具体设计方案，委托设计院进行工程设计，公司八届三十六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同

意对绩溪中路高空风能发电有限公司进行分步增资并分期建设绩溪中路高空风能发电站项

目,拟首期建设装机容量为10兆瓦,投资概算为0.93亿元,首期10兆瓦高空风能发电站已在安徽

省绩溪县开工建设。2019年4月16日， 九届十三次董事会同意对绩溪中路高空风能发电项目进

行追加增资， 首期建设装机容量为10兆瓦的高空风能发电站项目投资概算从0.93亿元追加至

1.75�亿元。（详情请见公司2019年4月16日披露的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九届十十三次董事会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编号：2019-013））。

3、公司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上海中路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在报告期内按照与三五集团所签订

的合作协议， 积极推动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就南六公路区域地块开发进行的前期报批筹划工

作，拟与三五集团战略合作筹建生活、购物、工作、娱乐、文化艺术与一体的大规模、多功能综合

文化旅游服务产业区，目前仍在不断完善整个园区的规划设计。

4、公司拟出资2亿元参与发起设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名称待定），本公司占10%股

份，该事项已经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第三十四次）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申请材料已报送中

国银保监会，目前正等待中国银保监会的审核。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闪

日期 2019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002877� � � � �证券简称：智能自控 公告编号：2019-022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2018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已于2019年4月22日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19-007）同日刊登于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将于2019年5月6日（星期一）采

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办2018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参与本次说明

会：

（一）全景网

1、时间：2019年5月6日（星期一）下午13:00–15:00；

2、参与方式：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

明会。

3、出席人员：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沈剑标先生；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沈剑飞先生；财

务总监杨子静先生； 独立董事翟胜宝先生；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代表人鹿美遥先

生。

（二）“智能自控投资者关系” 小程序

1、时间：2019年5月6日（星期一）下午13:00–15:00；

2、参与方式：

（1）通过微信搜索“智能自控投资者关系” ；

（2）通过微信扫一扫以下二维码：

投资者依据提示，授权登入“智能自控投资者关系” 小程序，即可参与交流。

3、出席人员：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沈剑标先生；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沈剑飞先生；财

务总监杨子静先生； 独立董事翟胜宝先生；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代表人鹿美遥先

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0887� � �证券简称：伊利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9-044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子公司收购泰国THE� CHOMTHANA� COMPANY� LIMITED

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29日召开了第九届董

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香港金港商

贸控股有限公司收购泰国THE� CHOMTHANA� COMPANY� LIMITED股权的请示》。 公司

全资子公司香港金港商贸控股有限公司 （简称 “金港控股 ” ） 拟收购泰国THE�

CHOMTHANA� COMPANY� LIMITED （简称 “标的公司” ）96.46%的股权， 其中包括

Xuegao� Pte� Ltd. 持有标的公司30%的股权、Pol� Pongpatra� Company� Limited持有标的公司

29.36%的股权、Soh� Bok� Yew� &� Sons� Sdn� Bhd持有标的公司18.95%的股权、Golden� Kids�

Company� Limited持有标的公司18.15%的股权（合称“转让方” ），交易初始对价为8,056万美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内蒙古伊利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香港金港商贸控股有限公司收购股权的公告》。

二、交易进展情况

依照《股权购买协议》约定，金港控股与转让方已经于2019年4月25日（简称“交割日” ）

完成协议项下的相关股权交割事宜，自股权交割完成之日起金港控股持有标的公司96.46%的

股权。

在交割日当天，金港控股向转让方支付交割款，该交割款的金额为初始对价的90%。最终

的交易对价将按照《股权购买协议》约定的最终对价调整机制进行调整。初始对价的10%作

为尾款将按照《股权购买协议》的约定进行相关扣除并分阶段释放给各转让方。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391� � � �公司简称：航发科技

第一季度

报告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818� � � � �公司简称：中路股份

900915� � � � � � � � � � � � � �中路B股

第一季度

报告


